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可流通时

间

本期流

通数量

(万股)

已流通数

量(万股)

待流通数

量(万股)

流通股份类型

300348.SZ

长亮科技

2015-8-17 2291.39 5541.39 8603.11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347.SZ

泰格医药

2015-8-17 4011.81 29105.66 13954.18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252.SZ

金信诺

2015-8-17 229.55 26275.22 14578.02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603003.SH

龙宇燃油

2015-8-17 13788.87 20200.0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882.SH

华联矿业

2015-8-17 11713.92 39923.80 0.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300349.SZ

金卡股份

2015-8-17 13500.00 18000.0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184.SZ

力源信息

2015-8-17 2423.33 25733.33 12674.32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002334.SZ

英威腾

2015-8-17 59.92 51075.27 20503.72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002694.SZ

顾地科技

2015-8-17 21178.80 34135.80 424.2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256.SZ

彩虹精化

2015-8-17 42.00 31412.85 111.50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600568.SH

中珠控股

2015-8-18 294.98 36622.65 14037.80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300367.SZ

东方网力

2015-8-18 73.71 14888.12 14898.13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300298.SZ

三诺生物

2015-8-18 30.13 10509.45 15596.13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300344.SZ

太空板业

2015-8-18 13285.20 24124.8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002597.SZ

金禾实业

2015-8-19 386.40 55521.12 1310.88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600610.SH

中毅达

2015-8-19 1081.11 11892.25 59199.21

股权分置追加对价股份

600079.SH

人福医药

2015-8-19 1915.22 103099.32 25505.58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002271.SZ

东方雨虹

2015-8-20 11253.91 55698.15 27548.9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871.SH

石化油服

2015-8-20 30000.00 75000.00 1129266.10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300157.SZ

恒泰艾普

2015-8-20 331.38 47958.70 11811.58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1558.SH

华锐风电

2015-8-20 71856.00 134916.00 468144.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600266.SH

北京城建

2015-8-20 34941.03 141645.03 15058.9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600688.SH

上海石化

2015-8-20 54000.00 292500.00 438000.00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300322.SZ

硕贝德

2015-8-21 196.20 35785.01 4736.23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300350.SZ

华鹏飞

2015-8-21 6254.95 8667.00 0.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代码 名称 异动类型

异动

起始日

区间股票成

交额(万元)

区间

涨跌幅

区间

换手率

000006.SZ

深振业

A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8-12 103565.0102 10.00 5.74

000006.SZ

深振业

A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8-13 255610.1687 10.02 12.74

000006.SZ

深振业

A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8-12 620318.2811 26.69 31.01

000011.SZ

深物业

A

换手率达

20% 2015-8-12 70226.1753 -3.53 23.58

000011.SZ

深物业

A

换手率达

20% 2015-8-13 55921.3375 -3.91 20.85

000014.SZ

沙河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8-12 165305.5758 24.20 33.61

000018.SZ

中冠

A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8-11 18440.0242 -6.84 5.58

000020.SZ

深华发

A

换手率达

20% 2015-8-13 26438.7939 10.01 20.07

000020.SZ

深华发

A

换手率达

20% 2015-8-14 29742.3540 1.37 21.60

000025.SZ

特力

A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8-12 80056.9122 9.99 9.01

000025.SZ

特力

A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8-11 102845.9133 20.98 11.86

000029.SZ

深深房

A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8-12 218335.3384 33.15 18.85

000038.SZ

深大通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8-12 1068.6567 33.06 1.23

000048.SZ

康达尔 振幅值达

15% 2015-8-13 76672.1032 0.26 6.40

000056.SZ

深国商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8-12 27479.3156 -10.00 7.80

000070.SZ

特发信息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8-10 127466.8944 25.50 20.77

000151.SZ

中成股份 换手率达

20% 2015-8-11 169240.6089 9.91 21.56

000151.SZ

中成股份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8-10 411027.5994 29.18 51.81

000151.SZ

中成股份 换手率达

20% 2015-8-12 187397.0604 6.82 22.65

000151.SZ

中成股份 换手率达

20% 2015-8-13 182577.3398 -1.12 21.45

000151.SZ

中成股份 换手率达

20% 2015-8-14 194518.9013 9.64 21.98

000157.SZ

中联重科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8-11 452466.3922 10.04 9.79

000301.SZ

东方市场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8-11 93660.7672 10.00 10.89

000503.SZ

海虹控股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8-11 447727.6528 20.98 11.89

000503.SZ

海虹控股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8-12 406382.1968 10.00 10.72

000523.SZ

广州浪奇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8-14 103633.4354 10.00 13.20

000526.SZ

银润投资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8-11 27.6666 20.99 0.01

000554.SZ

泰山石油 换手率达

20% 2015-8-11 110042.7975 6.06 23.05

000554.SZ

泰山石油 换手率达

20% 2015-8-14 111698.4434 4.55 22.31

000559.SZ

万向钱潮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8-13 366104.6860 9.98 7.06

000564.SZ

西安民生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8-7 5054.3295 33.29 1.64

000564.SZ

西安民生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2015-8-12 8350.9133 33.05 2.16

000567.SZ

海德股份 换手率达

20% 2015-8-10 131950.9504 6.19 34.57

000567.SZ

海德股份 振幅值达

15% 2015-8-10 131950.9504 6.19 34.57

000567.SZ

海德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8-11 91492.0068 -10.00 22.80

000567.SZ

海德股份 换手率达

20% 2015-8-11 91492.0068 -10.00 22.80

000601.SZ

韶能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8-13 116375.6767 10.04 10.67

000610.SZ

西安旅游 换手率达

20% 2015-8-12 61518.9700 0.78 20.35

000626.SZ

如意集团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8-11 103452.7284 10.00 9.72

000627.SZ

天茂集团 涨跌幅偏离值达

7% 2015-8-14 140975.6734 10.02 10.50

代码 名称 交易日期 成交价

折价率

(%)

当日

收盘价

成交量

(万股\份\张)

成交额

(万元)

000651.SZ

格力电器

2015-8-12 22.69 -2.41 22.69 1,700.00 38,573.00

601238.SH

广汽集团

2015-8-10 18.89 -3.52 19.89 2,000.00 37,780.00

000600.SZ

建投能源

2015-8-11 14.16 -1.32 14.16 1,800.00 25,488.00

000600.SZ

建投能源

2015-8-10 13.96 1.60 14.35 1,700.00 23,732.00

300389.SZ

艾比森

2015-8-10 32.61 -1.00 36.23 590.07 19,242.29

002304.SZ

洋河股份

2015-8-12 63.28 -3.14 63.28 285.00 18,034.80

002304.SZ

洋河股份

2015-8-12 63.28 -3.14 63.28 275.00 17,402.00

000651.SZ

格力电器

2015-8-12 22.69 -2.41 22.69 680.00 15,429.20

002221.SZ

东华能源

2015-8-11 37.94 -3.83 39.11 400.00 15,176.00

601328.SH

交通银行

2015-8-10 6.12 -10.00 7.02 2,081.87 12,741.07

002426.SZ

胜利精密

2015-8-11 18.11 -3.00 19.09 700.00 12,677.00

000670.SZ

盈方微

2015-8-14 11.41 -10.02 12.93 1,008.00 11,501.28

000333.SZ

美的集团

2015-8-12 33.51 -3.15 33.51 341.00 11,426.91

000670.SZ

盈方微

2015-8-14 11.41 -10.02 12.93 958.00 10,930.78

600873.SH

梅花生物

2015-8-11 9.77 -4.59 10.07 1,000.00 9,770.00

600873.SH

梅花生物

2015-8-11 9.77 -4.59 10.07 1,000.00 9,770.00

002426.SZ

胜利精密

2015-8-13 18.04 -2.33 18.60 479.00 8,641.16

600887.SH

伊利股份

2015-8-12 16.12 -9.99 17.63 460.00 7,415.20

000728.SZ

国元证券

2015-8-13 24.77 0.90 25.02 295.00 7,307.15

000597.SZ

东北制药

2015-8-14 10.31 3.93 10.91 700.00 7,217.00

300202.SZ

聚龙股份

2015-8-10 35.12 -9.99 40.61 200.00 7,024.00

000728.SZ

国元证券

2015-8-11 23.56 -5.38 24.41 295.00 6,950.20

603100.SH

川仪股份

2015-8-11 19.09 -3.49 19.68 350.00 6,681.50

600487.SH

亨通光电

2015-8-14 33.28 -10.01 37.76 200.00 6,656.00

601098.SH

中南传媒

2015-8-12 24.00 0.29 23.46 266.00 6,384.00

002252.SZ

上海莱士

2015-8-13 86.40 2.37 84.91 69.70 6,022.08

002252.SZ

上海莱士

2015-8-12 86.00 -1.40 84.40 69.70 5,994.20

000096.SZ

广聚能源

2015-8-11 19.70 -9.09 22.90 303.62 5,981.31

600704.SH

物产中大

2015-8-11 19.11 -9.99 21.75 300.00 5,733.00

600221.SH

海南航空

2015-8-13 5.31 0.19 5.42 1,000.00 5,310.00

600614.SH

鼎立股份

2015-8-12 31.00 4.41 31.00 170.00 5,270.00

600887.SH

伊利股份

2015-8-12 16.12 -9.99 17.63 326.78 5,267.64

002024.SZ

苏宁云商

2015-8-12 16.69 10.02 16.69 300.70 5,018.60

300324.SZ

旋极信息

2015-8-14 31.10 -9.88 33.01 160.00 4,976.00

600887.SH

伊利股份

2015-8-12 16.12 -9.99 17.63 303.62 4,894.35

300324.SZ

旋极信息

2015-8-13 30.00 -9.09 34.51 160.00 4,800.00

600106.SH

重庆路桥

2015-8-14 10.00 -9.42 11.59 470.00 4,700.00

000546.SZ

金圆股份

2015-8-12 11.30 3.96 11.35 400.00 4,520.00

002250.SZ

联化科技

2015-8-13 20.81 -8.49 23.12 208.00 4,328.48

600221.SH

海南航空

2015-8-12 5.19 -5.29 5.30 800.00 4,152.00

上周创新高股票股价分布 上周涨幅居前的个股情况

上周创历史新高股票热点分布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所属申万行

业名称(行

业级别)一

级行业

收盘价(交

易日期)最

新(复权方

式)不复权

(单位)元

周涨跌幅

(交易日期)

最新(单

位)%

市盈率PE

(TTM)(交

易日期)最

新

业绩预告类

型(报告期)

2015中报

002506.SZ

协鑫集成 电气设备

16.04 1,214.7541 14.0913

扭亏

000564.SZ

西安民生 商业贸易

12.68 61.1182 101.2936

002395.SZ

双象股份 化工

19.46 61.0927 358.6065

预增

000526.SZ

银润投资 房地产

35.92 61.0762 752.9963

扭亏

600838.SH

上海九百 商业贸易

17.17 61.0694 128.0352

002728.SZ

台城制药 医药生物

29.62 61.0658 76.1067

略减

600876.SH

洛阳玻璃 建筑材料

35.83 61.0337 -207.0499

600868.SH

梅雁吉祥 公用事业

8.95 60.9712 -238.6015

首亏

600081.SH

东风科技 汽车

25.32 60.9663 39.6105

600628.SH

新世界 商业贸易

21.91 60.1608 50.3217

预减

601718.SH

际华集团 纺织服装

23.60 55.7756 59.2359

预增

002066.SZ

瑞泰科技 建筑材料

31.58 54.5766 2,369.5764

略减

002383.SZ

合众思壮 计算机

46.00 49.4963 116.2806

扭亏

600006.SH

东风汽车 汽车

13.81 48.6545 114.3757

002116.SZ

中国海诚 建筑装饰

24.73 46.9400 47.6960

略增

600639.SH

浦东金桥 房地产

26.81 46.5027 56.7552

002024.SZ

苏宁云商 商业贸易

20.20 46.4830 75.7981

扭亏

002518.SZ

科士达 电气设备

29.84 46.4181 51.7409

略增

600961.SH

株冶集团 有色金属

15.92 44.0724 -165.5694

300364.SZ

中文在线 传媒

123.42 43.5617 326.2688

略减

002243.SZ

通产丽星 轻工制造

15.88 42.8058 -114.9490

首亏

603126.SH

中材节能 公用事业

19.35 42.0705 111.4013

000922.SZ

佳电股份 电气设备

17.44 41.9040 -172.4974

首亏

000930.SZ

中粮生化 农林牧渔

26.69 41.3665 -155.4983

首亏

000070.SZ

特发信息 通信

28.21 40.3756 127.8322

预增

000151.SZ

中成股份 商业贸易

34.80 40.0402 92.5045

略减

600970.SH

中材国际 建筑装饰

17.97 39.7356 343.2987

002330.SZ

得利斯 食品饮料

19.34 39.2369 322.5847

略减

600067.SH

冠城大通 房地产

11.80 39.1509 25.4670

002161.SZ

远望谷 电子

20.63 38.8291 283.3863

扭亏

600272.SH

开开实业 纺织服装

18.47 38.3521 4,906.3833

预减

300416.SZ

苏试试验 机械设备

87.82 38.2992 131.4848

略增

000791.SZ

甘肃电投 公用事业

15.17 38.2862 78.9687

首亏

000863.SZ

三湘股份 房地产

19.15 38.2671 299.5285

预增

600648.SH

外高桥 房地产

33.33 37.7842 41.8210

600126.SH

杭钢股份 钢铁

9.80 37.2549 -238.6230

首亏

600477.SH

杭萧钢构 建筑装饰

12.71 36.3734 140.4560

600552.SH

方兴科技 建筑材料

28.11 36.2579 123.8476

000017.SZ

深中华

A

汽车

16.19 35.7083 1,858.2345

预减

600150.SH

中国船舶 国防军工

54.98 35.2189 537.3581

002517.SZ

泰亚股份 纺织服装

44.93 35.1278 -250.5218

扭亏

002397.SZ

梦洁家纺 纺织服装

12.08 34.9721 53.4841

略增

积极信号释放 市场料震荡盘升

□本报记者 徐伟平

本周有10家券商发表了对

市场走向的看法， 其中3家券商

看平，7家券商看多。看平的券商

认为，市场表现较为摇摆，波动

较大。 从目前看， 上证综指在

4000点上方阻力较大，难以有效

站稳， 后市以震荡反复为主，箱

体格局不变。而看多的券商则指

出， 当前从流动性和政策面来

看，A股所处的环境大体上较

好。 在经历了前期暴跌之后，市

场悲观预期正在从自我强化转

向逐步消化。

看平后市的券商中，申万宏

源证券认为，7月份CPI、PPI、进

出口贸易等宏观经济数据仍不

理想，银监会公布的上半年商业

银行不良贷款余额突破1万亿

元， 不良率连续10个季度上升，

显示中国经济仍然面临较大的

通缩及下行压力。 同时，人民币

的短期快速贬值不仅对全球金

融市场产生连锁反应，也引发A

股投资者对资金外流的担心，股

票市场也出现较大波动。从目前

看，市场环境中性偏淡，基本面

难以形成有力推动。 目前，市场

表现较为摇摆，波动较大，上证

综指在4000点上方阻力较大，难

以有效站稳，后市以震荡反复为

主，箱体格局不变。

银泰证券表示，中期对A股

不宜盲目乐观，沪深两市维持区

间震荡的可能性更大，一方面从

实体经济基本面及沪深两市估

值匹配的情况看，在国内经济增

速持续放缓的背景下，A股市场

局部板块尤其前期涨幅较大的

中小市值个股偏高的估值显然

难以持续，后期其仍有进一步回

落的空间。另一方面从资金面的

情况看，尽管管理层货币政策仍

将维持宽松基调，但边际改善的

空间有限，同时前期沪深两市的

暴跌也使得市场资金供给面临

变数，从这个角度分析，后期资

金面料将在一定程度上对A股

运行形成掣肘。

看多后市的券商中，信达证

券指出，一方面，前期温和放量，

显示投资者信心有所恢复， 人民

币下调对股市的影响已经得到消

化；另一方面，近日东兴证券等券

商股温和放量上涨， 显示有资金

流入迹象，一旦券商股开始拉升，

有望带动银行、 保险等指标股逐

步活跃。 此外，目前上证指数、深

成指都站在20日均线之上，5日

均线已经上穿20日均线，技术指

标显示大盘有上涨的潜力。

大同证券表示，从央行二季

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可以看出

其有关宏观经济的表述与一季

度报告相比，要更为乐观，说明

持续的稳增长措施， 已初见成

效，宏观经济数据有望触底。 作

为股市的基本面，经济面的转好

会是股市最大的利好。在上周五

的证监会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

表示“今后若干年，证金公司不

会退出， 其稳定市场的职能不

变” ， 这也相当于给市场吃了颗

定心丸。 所以综合来看，笔者认

为消息面总体对市场上行有利，

虽然后续上行还面临着多重压

力， 但市场震荡中枢已经上行，

却是不争的事实。

太平洋证券表示，当前从流

动性和政策面来看，A股所处的

环境大体上较好。 在经历了前期

暴跌之后，市场悲观预期正在从

自我强化转向逐步消化。 自6月

中旬以来，股票市场交易保证金

余额并没有出现大幅减少，这与

去杠杆之下的两融余额快速萎

缩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说明低

利率环境中其他金融产品的吸

引力相对股市而言并不高，因

此， 一旦股市出现企稳态势，市

场热情再次被点燃之后，预计两

融资金回流可期。 投资方面，我

们继续看好中小盘和创业板，行

业方面建议关注传媒、 计算机、

医疗、环保等行业中，估值压力

消化之后，具备盈利能力稳定性

和业绩沉淀的公司。

西部证券表示， 下周而言，

沪指反复于4000点关口，指数盘

中的弹升需要等待更为有效快

速突破，即指数单日上涨幅度超

过3%，并有连续上涨确认。 此外

当前已有的反弹，需要打破权重

股整体分化，小盘股局部表现的

约束，随后量能的延续性回补也

很重要。 在市场反弹核心缓慢转

变的过程中，题材股的活跃往往

使得市场不失热点但欠缺推动

力，在指数没有形成完全有效突

破之前，操作策略仍以半防御为

主，量价配合的强势股仍以低位

分批介入为主。

民生证券指出，本周市场继

续向上拓展空间，上证综指最高

冲至4000点， 虽然并未站稳，但

指数已经站上5周均线， 量能也

出现同步放大， 量价配合较好，

并再次收出小阳线，市场重心不

断上移。 对于后市，面临4000点

心理关口的压力， 另外，60日均

线和半年线对指数上涨形成压

制，显然，消化上挡压力仍需时

日， 但是板块轮动以及个股活

跃， 使得市场赚钱效应开始显

现。操作上，建议优选个股为主，

在短期技术指标未形成背离前，

持股为主。

新时代证券表示，目前，7月

宏观经济数据虽不如市场预期，

但有可能倒逼稳增长措施进一

步出台，如降准、降息的概率增

大， 这对市场信心的提振较强。

而国企改革才刚刚拉开帷幕，监

管层维护市场稳定的意愿非常

明确， 市场做多的逻辑依然存

在。 操作策略上，建议投资者逢

低吸纳有政策支持的个股，持股

待涨。

西南证券指出， 下周为8月

份第三个交易周，也是股指期货

1508合约的最后交易周。 在8月

份第一个交易周，大盘完成缩量

筑底，本周放量上涨，站稳3900

点整数关口，下周则有望进一步

向上拓展空间。尽管各主要合约

仍处于贴水状态，股指期货仍有

望上演多逼空的行情。下周大盘

将持续震荡盘升，有望站上4000

点整数关口。

协鑫集成复牌 太阳能发电指数周涨

40.73%

本周沪深股市延续反弹进程，

123个Wind概念板块上周全线收

红。其中，Wind太阳能发电指数上

周大涨40.73%，收报2825.98点，周

涨幅甚至远超周内多次领涨的国

资改革指数同期23.80%的涨幅，周

涨幅创下历史新高。

其实太阳能发电指数上周

三便上涨了29.28%，这与本周协

鑫集成的复牌直接相关。 上周太

阳能发电板块正常交易的28只

股票中，仅中天科技下跌，周跌

幅为2.67%。 上周上涨的27只股

票中，周涨幅超过10%的共有12

只，其中，协鑫集成、科士达、中

环股份、乐凯胶片的周涨幅超过

了15%，协鑫集成以1214.75%的

周涨幅位居榜首。

协鑫集成的异动与其 “还

魂”后复牌首日不受涨跌停板而

受资金爆炒有关。 因连续三年经

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ST超日

在2014年5月28日起被暂停上

市，在一系列破产重整重组之后，

*ST超日变身为*ST集成。公司公

告显示，在暂停上市期间，江苏协

鑫牵头对公司进行重整并成为公

司控股股东。重整后，太阳能电池

组件销售成为*ST集成主营业

务。 至此，公司扭亏为盈，并从濒

临退市的股票变成了太阳能光伏

产业的巨头。 8月12日，*ST超日

重组更名协鑫集成后恢复上市，

经过两次临时停牌， 当日该股涨

幅依然达到986.07%， 直接从停

牌价格1.22元涨至13.25元。 接下

来的两天内该股连续涨停， 周五

收报16.04元。

分析人士指出，由于太阳能发

电指数的上涨是受到个股异动带

动， 而协鑫集成在快速上涨后存在

较大回调风险， 指数也将受到一定

程度的波及，涨势难以持续。而且随

着市场的逐步完善， 壳资源与垃圾

股的风险将愈发凸显， 建议投资者

不宜盲目参与此类股票。（王威）

上证综指站上5周均线 一周上涨

5.91%

本周沪深两市大盘震荡反

弹。 周一大盘跳空高开高走，上

涨近5%，成交显著放量，一举突

破上方多重压力站上3900点之

上； 周二至周四围绕3900点震

荡， 周三虽然收盘跌破3900点，

但周四便重返3900点之上；周五

多方继续发力上攻，拓展向上空

间，盘中沪综指触碰4000点。 截

至上周五， 沪综指收报3965.34

点，周涨幅为5.91%。

技术面来看， 上周沪市周K

线收一根光头光脚的中阳线，且

站在5周均线之上， 成交量较前

一周有所放大，显示市场多头力

量增强，后市还有一定的上涨空

间。 不过，上周后半周市场成交

回落， 后市反弹行情若要持续，

需要成交量进一步配合。

上周公布的7月经济数据显

示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 有业

内人士认为这有可能倒逼稳增长

措施进一步出台，降准、降息的概

率将增大， 有望对市场信心带来

提振。消息面上，国企改革顶层设

计预计将于近期出台，金融改革、

农垦改革等重要领域的改革方案

也在紧锣密鼓研究制定当中，意

味着未来多项重要改革将从制定

方案阶段逐步走向推进落实阶

段，将从推进试点到全面铺开，改

革影响的区域、产业将快速扩大。

在此背景下， 改革主线将更为明

晰，个股机会也将增多。

展望后市，大盘将面临4000点

心理关口的压力，另外，60日均线和

半年线对指数上涨形成压制， 仍需

通过震荡消化压力； 不过上周市场

赚钱效应开始显现， 建议精选产业

资本增持、受益改革利好、股价超跌

且业绩高成长类个股。（李波）

31只股票上周创历史新高

9股周涨幅超过60%

□本报记者 李波

上周股指震荡盘升，两市共

有86只股票周涨幅超过30%，9

只股票的周涨幅超过60%；与此

同时， 有13只股票上周跌逾

10%。 另外，有31只股票在上周

创出历史新高，主要集中在机械

设备、医药生物、纺织服装、汽车

等行业板块， 以及国企改革、小

盘绩优、高送转等领域。 股价分

布来看，这些新高品种大部分是

20-60元的中价股。 估值方面虽

然不乏高市盈率，但不少品种中

报业绩预增或扭亏，估值重塑可

期。 由此来看，伴随着沪深两市

大盘的争夺反弹，市场的赚钱效

应也有所回升，已经出现走出独

立行情的强势品种，但值得注意

的是，当前资金谨慎做多的心态

突出， 更加青睐行业景气向好、

受益改革红利以及股价安全边

际相对较高的品种。

9股周涨幅超过60%

上周沪深两市大盘震荡上

行，周一跳空高开大涨近5%，之

后三个交易日持续围绕3900点

宽幅震荡，周五市场重心再度小

幅上移， 沪综指盘中触碰4000

点。 上周前两个交易日两市量能

显著持续放大， 之后虽然回落，

但整体较前一周提升。

指数震荡盘升格局的背后，

是个股活跃度的增强、赚钱效应

的回升以及分化轮动的进一步

演绎。 统计数据显示，上周共有

86只股票涨幅超过30%，26只股

票涨幅超过40%。 除了摘帽复牌

的协鑫集成大涨1214.75%之外，

西安民生、双象股份、银润投资、

上海九百、台城制药、洛阳玻璃、

梅雁吉祥、东风科技、新世界等

其余 9只股票的周涨幅超过

60%。

从行业分布来看， 上述9只

股票有3只来自商业贸易板块，

其余为化工、房地产、医药生物、

建筑材料、 公用事业和汽车板

块；与此同时，上海九百、东风科

技、新世界均为上海本地股。 受

益人民币阶段性贬值、阿里入股

苏宁再掀零售触网热、暑期消费

潮以及上海迪士尼开园等利好

刺激，商贸零售品种特别是上海

本地股获得资金青睐。

另一方面，上周有13只股票

周跌幅超过10%，其中，宁波韵

升和*ST秦岭的累计跌幅超过

20%。 上述股票大部分为前期涨

幅过大的超涨品种，以及重组或

业绩低于预期的品种。 可见，在

资金获利回吐、有取有舍的游击

战术下，个股将在业绩浪和改革

潮中不断轮动和分化。

31只股票上周创历史新高

随着大盘的逐步企稳，资金

做多意愿回升，部分强势个股率

先活跃，甚至创出历史新高。 7月

28日本轮反弹以来，共有58只股

票期间创出历史新高。 其中，上

周华东医药、沃施股份、绿城水

务、先导股份、韩建河山等31只

股票创出历史新高，环比前一周

的19只大幅提升。

从行业分布来看， 机械设备

和医药生物板块各有4只，纺织服

装和汽车各有3只， 电气设备、房

地产、化工、建筑材料板块各有2

只，电子、非银金融、公用事业、家

用电器、建筑装饰、交通运输、有

色金属和综合板块各有1只。

概念分布特征则更为明显，

这31只新高股票有着明显的共

性，即几乎均打上了重组、国资

改革、小盘绩优、高送转的印记。

而从股价分布来看，这些股

票中只有先导股份和永艺股份

两只股票为百元股，60元以上的

股票有7只， 其余22只股票均为

60元以下和20元以上的中价股。

中价股成为新高主力军，充分折

射出当前资金谨慎做多、不盲目

追高的投资心态。

估值方面，这些股票滚动市

盈率分化较大，且不乏高估值品

种，但从中报预告来看，大部分

为预增、扭亏、略增、续盈等业绩

向好品种，估值重塑可期。

由此来看， 在震荡市格局

下，资金更加青睐概念和基本面

方面具备确定性的中价品种，其

中，国企改革作为后市主线更易

获得资金青睐，中报业绩也将成

为淘金的重要参考。

上周创新高股票股价分布

积极信号释放 市场料震荡盘升

□本报记者 徐伟平

本周有10家券商发表了对

市场走向的看法， 其中3家券商

看平，7家券商看多。看平的券商

认为，市场表现较为摇摆，波动

较大。 从目前看， 上证综指在

4000点上方阻力较大，难以有效

站稳， 后市以震荡反复为主，箱

体格局不变。而看多的券商则指

出， 当前从流动性和政策面来

看，A股所处的环境大体上较

好。 在经历了前期暴跌之后，市

场悲观预期正在从自我强化转

向逐步消化。

看平后市的券商中，申万宏

源证券认为，7月份CPI、PPI、进

出口贸易等宏观经济数据仍不

理想，银监会公布的上半年商业

银行不良贷款余额突破1万亿

元， 不良率连续10个季度上升，

显示中国经济仍然面临较大的

通缩及下行压力。 同时，人民币

的短期快速贬值不仅对全球金

融市场产生连锁反应，也引发A

股投资者对资金外流的担心，股

票市场也出现较大波动。从目前

看，市场环境中性偏淡，基本面

难以形成有力推动。 目前，市场

表现较为摇摆，波动较大，上证

综指在4000点上方阻力较大，难

以有效站稳，后市以震荡反复为

主，箱体格局不变。

银泰证券表示，中期对A股

不宜盲目乐观，沪深两市维持区

间震荡的可能性更大，一方面从

实体经济基本面及沪深两市估

值匹配的情况看，在国内经济增

速持续放缓的背景下，A股市场

局部板块尤其前期涨幅较大的

中小市值个股偏高的估值显然

难以持续，后期其仍有进一步回

落的空间。另一方面从资金面的

情况看，尽管管理层货币政策仍

将维持宽松基调，但边际改善的

空间有限，同时前期沪深两市的

暴跌也使得市场资金供给面临

变数，从这个角度分析，后期资

金面料将在一定程度上对A股

运行形成掣肘。

看多后市的券商中，信达证

券指出，一方面，前期温和放量，

显示投资者信心有所恢复， 人民

币下调对股市的影响已经得到消

化；另一方面，近日东兴证券等券

商股温和放量上涨， 显示有资金

流入迹象，一旦券商股开始拉升，

有望带动银行、 保险等指标股逐

步活跃。 此外，目前上证指数、深

成指都站在20日均线之上，5日

均线已经上穿20日均线，技术指

标显示大盘有上涨的潜力。

大同证券表示，从央行二季

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可以看出

其有关宏观经济的表述与一季

度报告相比，要更为乐观，说明

持续的稳增长措施， 已初见成

效，宏观经济数据有望触底。 作

为股市的基本面，经济面的转好

会是股市最大的利好。在上周五

的证监会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

表示“今后若干年，证金公司不

会退出， 其稳定市场的职能不

变” ， 这也相当于给市场吃了颗

定心丸。 所以综合来看，笔者认

为消息面总体对市场上行有利，

虽然后续上行还面临着多重压

力， 但市场震荡中枢已经上行，

却是不争的事实。

太平洋证券表示，当前从流

动性和政策面来看，A股所处的

环境大体上较好。 在经历了前期

暴跌之后，市场悲观预期正在从

自我强化转向逐步消化。 自6月

中旬以来，股票市场交易保证金

余额并没有出现大幅减少，这与

去杠杆之下的两融余额快速萎

缩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说明低

利率环境中其他金融产品的吸

引力相对股市而言并不高，因

此， 一旦股市出现企稳态势，市

场热情再次被点燃之后，预计两

融资金回流可期。 投资方面，我

们继续看好中小盘和创业板，行

业方面建议关注传媒、 计算机、

医疗、环保等行业中，估值压力

消化之后，具备盈利能力稳定性

和业绩沉淀的公司。

西部证券表示， 下周而言，

沪指反复于4000点关口，指数盘

中的弹升需要等待更为有效快

速突破，即指数单日上涨幅度超

过3%，并有连续上涨确认。 此外

当前已有的反弹，需要打破权重

股整体分化，小盘股局部表现的

约束，随后量能的延续性回补也

很重要。 在市场反弹核心缓慢转

变的过程中，题材股的活跃往往

使得市场不失热点但欠缺推动

力，在指数没有形成完全有效突

破之前，操作策略仍以半防御为

主，量价配合的强势股仍以低位

分批介入为主。

民生证券指出，本周市场继

续向上拓展空间，上证综指最高

冲至4000点， 虽然并未站稳，但

指数已经站上5周均线， 量能也

出现同步放大， 量价配合较好，

并再次收出小阳线，市场重心不

断上移。 对于后市，面临4000点

心理关口的压力， 另外，60日均

线和半年线对指数上涨形成压

制，显然，消化上挡压力仍需时

日， 但是板块轮动以及个股活

跃， 使得市场赚钱效应开始显

现。操作上，建议优选个股为主，

在短期技术指标未形成背离前，

持股为主。

新时代证券表示，目前，7月

宏观经济数据虽不如市场预期，

但有可能倒逼稳增长措施进一

步出台，如降准、降息的概率增

大， 这对市场信心的提振较强。

而国企改革才刚刚拉开帷幕，监

管层维护市场稳定的意愿非常

明确， 市场做多的逻辑依然存

在。 操作策略上，建议投资者逢

低吸纳有政策支持的个股，持股

待涨。

西南证券指出， 下周为8月

份第三个交易周，也是股指期货

1508合约的最后交易周。 在8月

份第一个交易周，大盘完成缩量

筑底，本周放量上涨，站稳3900

点整数关口，下周则有望进一步

向上拓展空间。尽管各主要合约

仍处于贴水状态，股指期货仍有

望上演多逼空的行情。下周大盘

将持续震荡盘升，有望站上4000

点整数关口。

协鑫集成复牌 太阳能发电指数周涨

40.73%

本周沪深股市延续反弹进程，

123个Wind概念板块上周全线收

红。其中，Wind太阳能发电指数上

周大涨40.73%，收报2825.98点，周

涨幅甚至远超周内多次领涨的国

资改革指数同期23.80%的涨幅，周

涨幅创下历史新高。

其实太阳能发电指数上周

三便上涨了29.28%，这与本周协

鑫集成的复牌直接相关。 上周太

阳能发电板块正常交易的28只

股票中，仅中天科技下跌，周跌

幅为2.67%。 上周上涨的27只股

票中，周涨幅超过10%的共有12

只，其中，协鑫集成、科士达、中

环股份、乐凯胶片的周涨幅超过

了15%，协鑫集成以1214.75%的

周涨幅位居榜首。

协鑫集成的异动与其 “还

魂”后复牌首日不受涨跌停板而

受资金爆炒有关。 因连续三年经

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ST超日

在2014年5月28日起被暂停上

市，在一系列破产重整重组之后，

*ST超日变身为*ST集成。公司公

告显示，在暂停上市期间，江苏协

鑫牵头对公司进行重整并成为公

司控股股东。重整后，太阳能电池

组件销售成为*ST集成主营业

务。 至此，公司扭亏为盈，并从濒

临退市的股票变成了太阳能光伏

产业的巨头。 8月12日，*ST超日

重组更名协鑫集成后恢复上市，

经过两次临时停牌， 当日该股涨

幅依然达到986.07%， 直接从停

牌价格1.22元涨至13.25元。 接下

来的两天内该股连续涨停， 周五

收报16.04元。

分析人士指出，由于太阳能发

电指数的上涨是受到个股异动带

动， 而协鑫集成在快速上涨后存在

较大回调风险， 指数也将受到一定

程度的波及，涨势难以持续。而且随

着市场的逐步完善， 壳资源与垃圾

股的风险将愈发凸显， 建议投资者

不宜盲目参与此类股票。（王威）

上证综指站上5周均线 一周上涨

5.91%

本周沪深两市大盘震荡反

弹。 周一大盘跳空高开高走，上

涨近5%，成交显著放量，一举突

破上方多重压力站上3900点之

上； 周二至周四围绕3900点震

荡， 周三虽然收盘跌破3900点，

但周四便重返3900点之上；周五

多方继续发力上攻，拓展向上空

间，盘中沪综指触碰4000点。 截

至上周五， 沪综指收报3965.34

点，周涨幅为5.91%。

技术面来看， 上周沪市周K

线收一根光头光脚的中阳线，且

站在5周均线之上， 成交量较前

一周有所放大，显示市场多头力

量增强，后市还有一定的上涨空

间。 不过，上周后半周市场成交

回落， 后市反弹行情若要持续，

需要成交量进一步配合。

上周公布的7月经济数据显

示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 有业

内人士认为这有可能倒逼稳增长

措施进一步出台，降准、降息的概

率将增大， 有望对市场信心带来

提振。消息面上，国企改革顶层设

计预计将于近期出台，金融改革、

农垦改革等重要领域的改革方案

也在紧锣密鼓研究制定当中，意

味着未来多项重要改革将从制定

方案阶段逐步走向推进落实阶

段，将从推进试点到全面铺开，改

革影响的区域、产业将快速扩大。

在此背景下， 改革主线将更为明

晰，个股机会也将增多。

展望后市，大盘将面临4000点

心理关口的压力，另外，60日均线和

半年线对指数上涨形成压制， 仍需

通过震荡消化压力； 不过上周市场

赚钱效应开始显现， 建议精选产业

资本增持、受益改革利好、股价超跌

且业绩高成长类个股。（李波）

31只股票上周创历史新高

9股周涨幅超过60%

□本报记者 李波

上周股指震荡盘升，两市共

有86只股票周涨幅超过30%，9

只股票的周涨幅超过60%；与此

同时， 有13只股票上周跌逾

10%。 另外，有31只股票在上周

创出历史新高，主要集中在机械

设备、医药生物、纺织服装、汽车

等行业板块， 以及国企改革、小

盘绩优、高送转等领域。 股价分

布来看，这些新高品种大部分是

20-60元的中价股。 估值方面虽

然不乏高市盈率，但不少品种中

报业绩预增或扭亏，估值重塑可

期。 由此来看，伴随着沪深两市

大盘的争夺反弹，市场的赚钱效

应也有所回升，已经出现走出独

立行情的强势品种，但值得注意

的是，当前资金谨慎做多的心态

突出， 更加青睐行业景气向好、

受益改革红利以及股价安全边

际相对较高的品种。

9股周涨幅超过60%

上周沪深两市大盘震荡上

行，周一跳空高开大涨近5%，之

后三个交易日持续围绕3900点

宽幅震荡，周五市场重心再度小

幅上移， 沪综指盘中触碰4000

点。 上周前两个交易日两市量能

显著持续放大， 之后虽然回落，

但整体较前一周提升。

指数震荡盘升格局的背后，

是个股活跃度的增强、赚钱效应

的回升以及分化轮动的进一步

演绎。 统计数据显示，上周共有

86只股票涨幅超过30%，26只股

票涨幅超过40%。 除了摘帽复牌

的协鑫集成大涨1214.75%之外，

西安民生、双象股份、银润投资、

上海九百、台城制药、洛阳玻璃、

梅雁吉祥、东风科技、新世界等

其余 9只股票的周涨幅超过

60%。

从行业分布来看， 上述9只

股票有3只来自商业贸易板块，

其余为化工、房地产、医药生物、

建筑材料、 公用事业和汽车板

块；与此同时，上海九百、东风科

技、新世界均为上海本地股。 受

益人民币阶段性贬值、阿里入股

苏宁再掀零售触网热、暑期消费

潮以及上海迪士尼开园等利好

刺激，商贸零售品种特别是上海

本地股获得资金青睐。

另一方面，上周有13只股票

周跌幅超过10%，其中，宁波韵

升和*ST秦岭的累计跌幅超过

20%。 上述股票大部分为前期涨

幅过大的超涨品种，以及重组或

业绩低于预期的品种。 可见，在

资金获利回吐、有取有舍的游击

战术下，个股将在业绩浪和改革

潮中不断轮动和分化。

31只股票上周创历史新高

随着大盘的逐步企稳，资金

做多意愿回升，部分强势个股率

先活跃，甚至创出历史新高。 7月

28日本轮反弹以来，共有58只股

票期间创出历史新高。 其中，上

周华东医药、沃施股份、绿城水

务、先导股份、韩建河山等31只

股票创出历史新高，环比前一周

的19只大幅提升。

从行业分布来看， 机械设备

和医药生物板块各有4只，纺织服

装和汽车各有3只， 电气设备、房

地产、化工、建筑材料板块各有2

只，电子、非银金融、公用事业、家

用电器、建筑装饰、交通运输、有

色金属和综合板块各有1只。

概念分布特征则更为明显，

这31只新高股票有着明显的共

性，即几乎均打上了重组、国资

改革、小盘绩优、高送转的印记。

而从股价分布来看，这些股

票中只有先导股份和永艺股份

两只股票为百元股，60元以上的

股票有7只， 其余22只股票均为

60元以下和20元以上的中价股。

中价股成为新高主力军，充分折

射出当前资金谨慎做多、不盲目

追高的投资心态。

估值方面，这些股票滚动市

盈率分化较大，且不乏高估值品

种，但从中报预告来看，大部分

为预增、扭亏、略增、续盈等业绩

向好品种，估值重塑可期。

由此来看， 在震荡市格局

下，资金更加青睐概念和基本面

方面具备确定性的中价品种，其

中，国企改革作为后市主线更易

获得资金青睐，中报业绩也将成

为淘金的重要参考。

上周涨幅居前的个股情况

积极信号释放 市场料震荡盘升

□本报记者 徐伟平

本周有10家券商发表了对

市场走向的看法， 其中3家券商

看平，7家券商看多。看平的券商

认为，市场表现较为摇摆，波动

较大。 从目前看， 上证综指在

4000点上方阻力较大，难以有效

站稳， 后市以震荡反复为主，箱

体格局不变。而看多的券商则指

出， 当前从流动性和政策面来

看，A股所处的环境大体上较

好。 在经历了前期暴跌之后，市

场悲观预期正在从自我强化转

向逐步消化。

看平后市的券商中，申万宏

源证券认为，7月份CPI、PPI、进

出口贸易等宏观经济数据仍不

理想，银监会公布的上半年商业

银行不良贷款余额突破1万亿

元， 不良率连续10个季度上升，

显示中国经济仍然面临较大的

通缩及下行压力。 同时，人民币

的短期快速贬值不仅对全球金

融市场产生连锁反应，也引发A

股投资者对资金外流的担心，股

票市场也出现较大波动。从目前

看，市场环境中性偏淡，基本面

难以形成有力推动。 目前，市场

表现较为摇摆，波动较大，上证

综指在4000点上方阻力较大，难

以有效站稳，后市以震荡反复为

主，箱体格局不变。

银泰证券表示，中期对A股

不宜盲目乐观，沪深两市维持区

间震荡的可能性更大，一方面从

实体经济基本面及沪深两市估

值匹配的情况看，在国内经济增

速持续放缓的背景下，A股市场

局部板块尤其前期涨幅较大的

中小市值个股偏高的估值显然

难以持续，后期其仍有进一步回

落的空间。另一方面从资金面的

情况看，尽管管理层货币政策仍

将维持宽松基调，但边际改善的

空间有限，同时前期沪深两市的

暴跌也使得市场资金供给面临

变数，从这个角度分析，后期资

金面料将在一定程度上对A股

运行形成掣肘。

看多后市的券商中，信达证

券指出，一方面，前期温和放量，

显示投资者信心有所恢复， 人民

币下调对股市的影响已经得到消

化；另一方面，近日东兴证券等券

商股温和放量上涨， 显示有资金

流入迹象，一旦券商股开始拉升，

有望带动银行、 保险等指标股逐

步活跃。 此外，目前上证指数、深

成指都站在20日均线之上，5日

均线已经上穿20日均线，技术指

标显示大盘有上涨的潜力。

大同证券表示，从央行二季

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可以看出

其有关宏观经济的表述与一季

度报告相比，要更为乐观，说明

持续的稳增长措施， 已初见成

效，宏观经济数据有望触底。 作

为股市的基本面，经济面的转好

会是股市最大的利好。在上周五

的证监会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

表示“今后若干年，证金公司不

会退出， 其稳定市场的职能不

变” ， 这也相当于给市场吃了颗

定心丸。 所以综合来看，笔者认

为消息面总体对市场上行有利，

虽然后续上行还面临着多重压

力， 但市场震荡中枢已经上行，

却是不争的事实。

太平洋证券表示，当前从流

动性和政策面来看，A股所处的

环境大体上较好。 在经历了前期

暴跌之后，市场悲观预期正在从

自我强化转向逐步消化。 自6月

中旬以来，股票市场交易保证金

余额并没有出现大幅减少，这与

去杠杆之下的两融余额快速萎

缩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说明低

利率环境中其他金融产品的吸

引力相对股市而言并不高，因

此， 一旦股市出现企稳态势，市

场热情再次被点燃之后，预计两

融资金回流可期。 投资方面，我

们继续看好中小盘和创业板，行

业方面建议关注传媒、 计算机、

医疗、环保等行业中，估值压力

消化之后，具备盈利能力稳定性

和业绩沉淀的公司。

西部证券表示， 下周而言，

沪指反复于4000点关口，指数盘

中的弹升需要等待更为有效快

速突破，即指数单日上涨幅度超

过3%，并有连续上涨确认。 此外

当前已有的反弹，需要打破权重

股整体分化，小盘股局部表现的

约束，随后量能的延续性回补也

很重要。 在市场反弹核心缓慢转

变的过程中，题材股的活跃往往

使得市场不失热点但欠缺推动

力，在指数没有形成完全有效突

破之前，操作策略仍以半防御为

主，量价配合的强势股仍以低位

分批介入为主。

民生证券指出，本周市场继

续向上拓展空间，上证综指最高

冲至4000点， 虽然并未站稳，但

指数已经站上5周均线， 量能也

出现同步放大， 量价配合较好，

并再次收出小阳线，市场重心不

断上移。 对于后市，面临4000点

心理关口的压力， 另外，60日均

线和半年线对指数上涨形成压

制，显然，消化上挡压力仍需时

日， 但是板块轮动以及个股活

跃， 使得市场赚钱效应开始显

现。操作上，建议优选个股为主，

在短期技术指标未形成背离前，

持股为主。

新时代证券表示，目前，7月

宏观经济数据虽不如市场预期，

但有可能倒逼稳增长措施进一

步出台，如降准、降息的概率增

大， 这对市场信心的提振较强。

而国企改革才刚刚拉开帷幕，监

管层维护市场稳定的意愿非常

明确， 市场做多的逻辑依然存

在。 操作策略上，建议投资者逢

低吸纳有政策支持的个股，持股

待涨。

西南证券指出， 下周为8月

份第三个交易周，也是股指期货

1508合约的最后交易周。 在8月

份第一个交易周，大盘完成缩量

筑底，本周放量上涨，站稳3900

点整数关口，下周则有望进一步

向上拓展空间。尽管各主要合约

仍处于贴水状态，股指期货仍有

望上演多逼空的行情。下周大盘

将持续震荡盘升，有望站上4000

点整数关口。

协鑫集成复牌 太阳能发电指数周涨

40.73%

本周沪深股市延续反弹进程，

123个Wind概念板块上周全线收

红。其中，Wind太阳能发电指数上

周大涨40.73%，收报2825.98点，周

涨幅甚至远超周内多次领涨的国

资改革指数同期23.80%的涨幅，周

涨幅创下历史新高。

其实太阳能发电指数上周

三便上涨了29.28%，这与本周协

鑫集成的复牌直接相关。 上周太

阳能发电板块正常交易的28只

股票中，仅中天科技下跌，周跌

幅为2.67%。 上周上涨的27只股

票中，周涨幅超过10%的共有12

只，其中，协鑫集成、科士达、中

环股份、乐凯胶片的周涨幅超过

了15%，协鑫集成以1214.75%的

周涨幅位居榜首。

协鑫集成的异动与其 “还

魂”后复牌首日不受涨跌停板而

受资金爆炒有关。 因连续三年经

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ST超日

在2014年5月28日起被暂停上

市，在一系列破产重整重组之后，

*ST超日变身为*ST集成。公司公

告显示，在暂停上市期间，江苏协

鑫牵头对公司进行重整并成为公

司控股股东。重整后，太阳能电池

组件销售成为*ST集成主营业

务。 至此，公司扭亏为盈，并从濒

临退市的股票变成了太阳能光伏

产业的巨头。 8月12日，*ST超日

重组更名协鑫集成后恢复上市，

经过两次临时停牌， 当日该股涨

幅依然达到986.07%， 直接从停

牌价格1.22元涨至13.25元。 接下

来的两天内该股连续涨停， 周五

收报16.04元。

分析人士指出，由于太阳能发

电指数的上涨是受到个股异动带

动， 而协鑫集成在快速上涨后存在

较大回调风险， 指数也将受到一定

程度的波及，涨势难以持续。而且随

着市场的逐步完善， 壳资源与垃圾

股的风险将愈发凸显， 建议投资者

不宜盲目参与此类股票。（王威）

上证综指站上5周均线 一周上涨

5.91%

本周沪深两市大盘震荡反

弹。 周一大盘跳空高开高走，上

涨近5%，成交显著放量，一举突

破上方多重压力站上3900点之

上； 周二至周四围绕3900点震

荡， 周三虽然收盘跌破3900点，

但周四便重返3900点之上；周五

多方继续发力上攻，拓展向上空

间，盘中沪综指触碰4000点。 截

至上周五， 沪综指收报3965.34

点，周涨幅为5.91%。

技术面来看， 上周沪市周K

线收一根光头光脚的中阳线，且

站在5周均线之上， 成交量较前

一周有所放大，显示市场多头力

量增强，后市还有一定的上涨空

间。 不过，上周后半周市场成交

回落， 后市反弹行情若要持续，

需要成交量进一步配合。

上周公布的7月经济数据显

示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 有业

内人士认为这有可能倒逼稳增长

措施进一步出台，降准、降息的概

率将增大， 有望对市场信心带来

提振。消息面上，国企改革顶层设

计预计将于近期出台，金融改革、

农垦改革等重要领域的改革方案

也在紧锣密鼓研究制定当中，意

味着未来多项重要改革将从制定

方案阶段逐步走向推进落实阶

段，将从推进试点到全面铺开，改

革影响的区域、产业将快速扩大。

在此背景下， 改革主线将更为明

晰，个股机会也将增多。

展望后市，大盘将面临4000点

心理关口的压力，另外，60日均线和

半年线对指数上涨形成压制， 仍需

通过震荡消化压力； 不过上周市场

赚钱效应开始显现， 建议精选产业

资本增持、受益改革利好、股价超跌

且业绩高成长类个股。（李波）

31只股票上周创历史新高

9股周涨幅超过60%

□本报记者 李波

上周股指震荡盘升，两市共

有86只股票周涨幅超过30%，9

只股票的周涨幅超过60%；与此

同时， 有13只股票上周跌逾

10%。 另外，有31只股票在上周

创出历史新高，主要集中在机械

设备、医药生物、纺织服装、汽车

等行业板块， 以及国企改革、小

盘绩优、高送转等领域。 股价分

布来看，这些新高品种大部分是

20-60元的中价股。 估值方面虽

然不乏高市盈率，但不少品种中

报业绩预增或扭亏，估值重塑可

期。 由此来看，伴随着沪深两市

大盘的争夺反弹，市场的赚钱效

应也有所回升，已经出现走出独

立行情的强势品种，但值得注意

的是，当前资金谨慎做多的心态

突出， 更加青睐行业景气向好、

受益改革红利以及股价安全边

际相对较高的品种。

9股周涨幅超过60%

上周沪深两市大盘震荡上

行，周一跳空高开大涨近5%，之

后三个交易日持续围绕3900点

宽幅震荡，周五市场重心再度小

幅上移， 沪综指盘中触碰4000

点。 上周前两个交易日两市量能

显著持续放大， 之后虽然回落，

但整体较前一周提升。

指数震荡盘升格局的背后，

是个股活跃度的增强、赚钱效应

的回升以及分化轮动的进一步

演绎。 统计数据显示，上周共有

86只股票涨幅超过30%，26只股

票涨幅超过40%。 除了摘帽复牌

的协鑫集成大涨1214.75%之外，

西安民生、双象股份、银润投资、

上海九百、台城制药、洛阳玻璃、

梅雁吉祥、东风科技、新世界等

其余 9只股票的周涨幅超过

60%。

从行业分布来看， 上述9只

股票有3只来自商业贸易板块，

其余为化工、房地产、医药生物、

建筑材料、 公用事业和汽车板

块；与此同时，上海九百、东风科

技、新世界均为上海本地股。 受

益人民币阶段性贬值、阿里入股

苏宁再掀零售触网热、暑期消费

潮以及上海迪士尼开园等利好

刺激，商贸零售品种特别是上海

本地股获得资金青睐。

另一方面，上周有13只股票

周跌幅超过10%，其中，宁波韵

升和*ST秦岭的累计跌幅超过

20%。 上述股票大部分为前期涨

幅过大的超涨品种，以及重组或

业绩低于预期的品种。 可见，在

资金获利回吐、有取有舍的游击

战术下，个股将在业绩浪和改革

潮中不断轮动和分化。

31只股票上周创历史新高

随着大盘的逐步企稳，资金

做多意愿回升，部分强势个股率

先活跃，甚至创出历史新高。 7月

28日本轮反弹以来，共有58只股

票期间创出历史新高。 其中，上

周华东医药、沃施股份、绿城水

务、先导股份、韩建河山等31只

股票创出历史新高，环比前一周

的19只大幅提升。

从行业分布来看， 机械设备

和医药生物板块各有4只，纺织服

装和汽车各有3只， 电气设备、房

地产、化工、建筑材料板块各有2

只，电子、非银金融、公用事业、家

用电器、建筑装饰、交通运输、有

色金属和综合板块各有1只。

概念分布特征则更为明显，

这31只新高股票有着明显的共

性，即几乎均打上了重组、国资

改革、小盘绩优、高送转的印记。

而从股价分布来看，这些股

票中只有先导股份和永艺股份

两只股票为百元股，60元以上的

股票有7只， 其余22只股票均为

60元以下和20元以上的中价股。

中价股成为新高主力军，充分折

射出当前资金谨慎做多、不盲目

追高的投资心态。

估值方面，这些股票滚动市

盈率分化较大，且不乏高估值品

种，但从中报预告来看，大部分

为预增、扭亏、略增、续盈等业绩

向好品种，估值重塑可期。

由此来看， 在震荡市格局

下，资金更加青睐概念和基本面

方面具备确定性的中价品种，其

中，国企改革作为后市主线更易

获得资金青睐，中报业绩也将成

为淘金的重要参考。

上周创历史新高股票热点分布

积极信号释放 市场料震荡盘升

□本报记者 徐伟平

本周有10家券商发表了对

市场走向的看法， 其中3家券商

看平，7家券商看多。看平的券商

认为，市场表现较为摇摆，波动

较大。 从目前看， 上证综指在

4000点上方阻力较大，难以有效

站稳， 后市以震荡反复为主，箱

体格局不变。而看多的券商则指

出， 当前从流动性和政策面来

看，A股所处的环境大体上较

好。 在经历了前期暴跌之后，市

场悲观预期正在从自我强化转

向逐步消化。

看平后市的券商中，申万宏

源证券认为，7月份CPI、PPI、进

出口贸易等宏观经济数据仍不

理想，银监会公布的上半年商业

银行不良贷款余额突破1万亿

元， 不良率连续10个季度上升，

显示中国经济仍然面临较大的

通缩及下行压力。 同时，人民币

的短期快速贬值不仅对全球金

融市场产生连锁反应，也引发A

股投资者对资金外流的担心，股

票市场也出现较大波动。从目前

看，市场环境中性偏淡，基本面

难以形成有力推动。 目前，市场

表现较为摇摆，波动较大，上证

综指在4000点上方阻力较大，难

以有效站稳，后市以震荡反复为

主，箱体格局不变。

银泰证券表示，中期对A股

不宜盲目乐观，沪深两市维持区

间震荡的可能性更大，一方面从

实体经济基本面及沪深两市估

值匹配的情况看，在国内经济增

速持续放缓的背景下，A股市场

局部板块尤其前期涨幅较大的

中小市值个股偏高的估值显然

难以持续，后期其仍有进一步回

落的空间。另一方面从资金面的

情况看，尽管管理层货币政策仍

将维持宽松基调，但边际改善的

空间有限，同时前期沪深两市的

暴跌也使得市场资金供给面临

变数，从这个角度分析，后期资

金面料将在一定程度上对A股

运行形成掣肘。

看多后市的券商中，信达证

券指出，一方面，前期温和放量，

显示投资者信心有所恢复， 人民

币下调对股市的影响已经得到消

化；另一方面，近日东兴证券等券

商股温和放量上涨， 显示有资金

流入迹象，一旦券商股开始拉升，

有望带动银行、 保险等指标股逐

步活跃。 此外，目前上证指数、深

成指都站在20日均线之上，5日

均线已经上穿20日均线，技术指

标显示大盘有上涨的潜力。

大同证券表示，从央行二季

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可以看出

其有关宏观经济的表述与一季

度报告相比，要更为乐观，说明

持续的稳增长措施， 已初见成

效，宏观经济数据有望触底。 作

为股市的基本面，经济面的转好

会是股市最大的利好。在上周五

的证监会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

表示“今后若干年，证金公司不

会退出， 其稳定市场的职能不

变” ， 这也相当于给市场吃了颗

定心丸。 所以综合来看，笔者认

为消息面总体对市场上行有利，

虽然后续上行还面临着多重压

力， 但市场震荡中枢已经上行，

却是不争的事实。

太平洋证券表示，当前从流

动性和政策面来看，A股所处的

环境大体上较好。 在经历了前期

暴跌之后，市场悲观预期正在从

自我强化转向逐步消化。 自6月

中旬以来，股票市场交易保证金

余额并没有出现大幅减少，这与

去杠杆之下的两融余额快速萎

缩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说明低

利率环境中其他金融产品的吸

引力相对股市而言并不高，因

此， 一旦股市出现企稳态势，市

场热情再次被点燃之后，预计两

融资金回流可期。 投资方面，我

们继续看好中小盘和创业板，行

业方面建议关注传媒、 计算机、

医疗、环保等行业中，估值压力

消化之后，具备盈利能力稳定性

和业绩沉淀的公司。

西部证券表示， 下周而言，

沪指反复于4000点关口，指数盘

中的弹升需要等待更为有效快

速突破，即指数单日上涨幅度超

过3%，并有连续上涨确认。 此外

当前已有的反弹，需要打破权重

股整体分化，小盘股局部表现的

约束，随后量能的延续性回补也

很重要。 在市场反弹核心缓慢转

变的过程中，题材股的活跃往往

使得市场不失热点但欠缺推动

力，在指数没有形成完全有效突

破之前，操作策略仍以半防御为

主，量价配合的强势股仍以低位

分批介入为主。

民生证券指出，本周市场继

续向上拓展空间，上证综指最高

冲至4000点， 虽然并未站稳，但

指数已经站上5周均线， 量能也

出现同步放大， 量价配合较好，

并再次收出小阳线，市场重心不

断上移。 对于后市，面临4000点

心理关口的压力， 另外，60日均

线和半年线对指数上涨形成压

制，显然，消化上挡压力仍需时

日， 但是板块轮动以及个股活

跃， 使得市场赚钱效应开始显

现。操作上，建议优选个股为主，

在短期技术指标未形成背离前，

持股为主。

新时代证券表示，目前，7月

宏观经济数据虽不如市场预期，

但有可能倒逼稳增长措施进一

步出台，如降准、降息的概率增

大， 这对市场信心的提振较强。

而国企改革才刚刚拉开帷幕，监

管层维护市场稳定的意愿非常

明确， 市场做多的逻辑依然存

在。 操作策略上，建议投资者逢

低吸纳有政策支持的个股，持股

待涨。

西南证券指出， 下周为8月

份第三个交易周，也是股指期货

1508合约的最后交易周。 在8月

份第一个交易周，大盘完成缩量

筑底，本周放量上涨，站稳3900

点整数关口，下周则有望进一步

向上拓展空间。尽管各主要合约

仍处于贴水状态，股指期货仍有

望上演多逼空的行情。下周大盘

将持续震荡盘升，有望站上4000

点整数关口。

协鑫集成复牌 太阳能发电指数周涨

40.73%

本周沪深股市延续反弹进程，

123个Wind概念板块上周全线收

红。其中，Wind太阳能发电指数上

周大涨40.73%，收报2825.98点，周

涨幅甚至远超周内多次领涨的国

资改革指数同期23.80%的涨幅，周

涨幅创下历史新高。

其实太阳能发电指数上周

三便上涨了29.28%，这与本周协

鑫集成的复牌直接相关。 上周太

阳能发电板块正常交易的28只

股票中，仅中天科技下跌，周跌

幅为2.67%。 上周上涨的27只股

票中，周涨幅超过10%的共有12

只，其中，协鑫集成、科士达、中

环股份、乐凯胶片的周涨幅超过

了15%，协鑫集成以1214.75%的

周涨幅位居榜首。

协鑫集成的异动与其 “还

魂”后复牌首日不受涨跌停板而

受资金爆炒有关。 因连续三年经

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ST超日

在2014年5月28日起被暂停上

市，在一系列破产重整重组之后，

*ST超日变身为*ST集成。公司公

告显示，在暂停上市期间，江苏协

鑫牵头对公司进行重整并成为公

司控股股东。重整后，太阳能电池

组件销售成为*ST集成主营业

务。 至此，公司扭亏为盈，并从濒

临退市的股票变成了太阳能光伏

产业的巨头。 8月12日，*ST超日

重组更名协鑫集成后恢复上市，

经过两次临时停牌， 当日该股涨

幅依然达到986.07%， 直接从停

牌价格1.22元涨至13.25元。 接下

来的两天内该股连续涨停， 周五

收报16.04元。

分析人士指出，由于太阳能发

电指数的上涨是受到个股异动带

动， 而协鑫集成在快速上涨后存在

较大回调风险， 指数也将受到一定

程度的波及，涨势难以持续。而且随

着市场的逐步完善， 壳资源与垃圾

股的风险将愈发凸显， 建议投资者

不宜盲目参与此类股票。（王威）

上证综指站上5周均线 一周上涨

5.91%

本周沪深两市大盘震荡反

弹。 周一大盘跳空高开高走，上

涨近5%，成交显著放量，一举突

破上方多重压力站上3900点之

上； 周二至周四围绕3900点震

荡， 周三虽然收盘跌破3900点，

但周四便重返3900点之上；周五

多方继续发力上攻，拓展向上空

间，盘中沪综指触碰4000点。 截

至上周五， 沪综指收报3965.34

点，周涨幅为5.91%。

技术面来看， 上周沪市周K

线收一根光头光脚的中阳线，且

站在5周均线之上， 成交量较前

一周有所放大，显示市场多头力

量增强，后市还有一定的上涨空

间。 不过，上周后半周市场成交

回落， 后市反弹行情若要持续，

需要成交量进一步配合。

上周公布的7月经济数据显

示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 有业

内人士认为这有可能倒逼稳增长

措施进一步出台，降准、降息的概

率将增大， 有望对市场信心带来

提振。消息面上，国企改革顶层设

计预计将于近期出台，金融改革、

农垦改革等重要领域的改革方案

也在紧锣密鼓研究制定当中，意

味着未来多项重要改革将从制定

方案阶段逐步走向推进落实阶

段，将从推进试点到全面铺开，改

革影响的区域、产业将快速扩大。

在此背景下， 改革主线将更为明

晰，个股机会也将增多。

展望后市，大盘将面临4000点

心理关口的压力，另外，60日均线和

半年线对指数上涨形成压制， 仍需

通过震荡消化压力； 不过上周市场

赚钱效应开始显现， 建议精选产业

资本增持、受益改革利好、股价超跌

且业绩高成长类个股。（李波）

31只股票上周创历史新高

9股周涨幅超过60%

□本报记者 李波

上周股指震荡盘升，两市共

有86只股票周涨幅超过30%，9

只股票的周涨幅超过60%；与此

同时， 有13只股票上周跌逾

10%。 另外，有31只股票在上周

创出历史新高，主要集中在机械

设备、医药生物、纺织服装、汽车

等行业板块， 以及国企改革、小

盘绩优、高送转等领域。 股价分

布来看，这些新高品种大部分是

20-60元的中价股。 估值方面虽

然不乏高市盈率，但不少品种中

报业绩预增或扭亏，估值重塑可

期。 由此来看，伴随着沪深两市

大盘的争夺反弹，市场的赚钱效

应也有所回升，已经出现走出独

立行情的强势品种，但值得注意

的是，当前资金谨慎做多的心态

突出， 更加青睐行业景气向好、

受益改革红利以及股价安全边

际相对较高的品种。

9股周涨幅超过60%

上周沪深两市大盘震荡上

行，周一跳空高开大涨近5%，之

后三个交易日持续围绕3900点

宽幅震荡，周五市场重心再度小

幅上移， 沪综指盘中触碰4000

点。 上周前两个交易日两市量能

显著持续放大， 之后虽然回落，

但整体较前一周提升。

指数震荡盘升格局的背后，

是个股活跃度的增强、赚钱效应

的回升以及分化轮动的进一步

演绎。 统计数据显示，上周共有

86只股票涨幅超过30%，26只股

票涨幅超过40%。 除了摘帽复牌

的协鑫集成大涨1214.75%之外，

西安民生、双象股份、银润投资、

上海九百、台城制药、洛阳玻璃、

梅雁吉祥、东风科技、新世界等

其余 9只股票的周涨幅超过

60%。

从行业分布来看， 上述9只

股票有3只来自商业贸易板块，

其余为化工、房地产、医药生物、

建筑材料、 公用事业和汽车板

块；与此同时，上海九百、东风科

技、新世界均为上海本地股。 受

益人民币阶段性贬值、阿里入股

苏宁再掀零售触网热、暑期消费

潮以及上海迪士尼开园等利好

刺激，商贸零售品种特别是上海

本地股获得资金青睐。

另一方面，上周有13只股票

周跌幅超过10%，其中，宁波韵

升和*ST秦岭的累计跌幅超过

20%。 上述股票大部分为前期涨

幅过大的超涨品种，以及重组或

业绩低于预期的品种。 可见，在

资金获利回吐、有取有舍的游击

战术下，个股将在业绩浪和改革

潮中不断轮动和分化。

31只股票上周创历史新高

随着大盘的逐步企稳，资金

做多意愿回升，部分强势个股率

先活跃，甚至创出历史新高。 7月

28日本轮反弹以来，共有58只股

票期间创出历史新高。 其中，上

周华东医药、沃施股份、绿城水

务、先导股份、韩建河山等31只

股票创出历史新高，环比前一周

的19只大幅提升。

从行业分布来看， 机械设备

和医药生物板块各有4只，纺织服

装和汽车各有3只， 电气设备、房

地产、化工、建筑材料板块各有2

只，电子、非银金融、公用事业、家

用电器、建筑装饰、交通运输、有

色金属和综合板块各有1只。

概念分布特征则更为明显，

这31只新高股票有着明显的共

性，即几乎均打上了重组、国资

改革、小盘绩优、高送转的印记。

而从股价分布来看，这些股

票中只有先导股份和永艺股份

两只股票为百元股，60元以上的

股票有7只， 其余22只股票均为

60元以下和20元以上的中价股。

中价股成为新高主力军，充分折

射出当前资金谨慎做多、不盲目

追高的投资心态。

估值方面，这些股票滚动市

盈率分化较大，且不乏高估值品

种，但从中报预告来看，大部分

为预增、扭亏、略增、续盈等业绩

向好品种，估值重塑可期。

由此来看， 在震荡市格局

下，资金更加青睐概念和基本面

方面具备确定性的中价品种，其

中，国企改革作为后市主线更易

获得资金青睐，中报业绩也将成

为淘金的重要参考。

牛牛牛熊熊熊数数数字字字化化化

表现较平淡 创业板指一周上涨

3.77%

上周市场热点逐渐从前期

成长主题切换至国企改革、央企

合并、电改等题材，投资者预期

较高的中航系、航运系品种频繁

涨停，吸引场外增量加快回流步

伐，促使大盘稳中有升，但市场

冷热不均，创业板指表现明显落

后于主板指数。

从上周表现看， 创业板指

一周累计涨幅为3.77%，显著落

后于其他市场主要指数， 与大

盘上涨5.91%区间走势更无法

相提并论；上周五，沪综指盘中

触及4000点收盘创一周新高，

而当天创业板指却下跌0.38%，

依然受制于2600点附近多条均

线压制。

事实上，7月初大盘筑底至

上周股指二次反弹期间，受“互

联网+” 因素催化，创业板成长

股内部并购整合案例不断，改革

背景下的新兴产业成长预期获

得存量资金青睐，对创业板指数

持续跑赢大盘意义重大。 不过随

着重组利好相继落地兑现，以及

整合步伐放慢，创业板整体业绩

增长随之放缓，板块高估值问题

也再度浮出水面，最新创业板市

盈率依然高达101倍。

此外， 随着创业板股票间

基本面“分道扬镳” ，成分股分

化行情也愈演愈烈， 资金加速

调仓换股， 不排除部分个股强

者恒强、 甚至创出历史新高的

可能， 但料创业板指数将高度

承压， 特别改革题材股集体走

强时点上， 其短线调整可能会

超出预期。 换言之， 操作策略

上，抓大放小，重价值、轻成长，

不盲目追涨成长股将是近期投

资要义。 （叶涛）

价值重估 商业贸易行业一周上涨

16.60%

上周，商业贸易行业独领风

骚，突破了前期横盘整理态势连

续多日领涨大盘， 其5个交易日

中有3个交易日涨幅超过了4%，

周涨幅达到了16.60%，遥遥领先

于其他行业。

个股来看，上周发生交易的

78只成分股中，有75只个股实现

不同程度的上涨。 其中，西安民

生、上海九百和新世界三只个股

涨幅居前，均超过了60%；苏宁

云商和中成股份的涨幅超过了

40%； 此外还有包括永辉超市、

深赛格等在内的18只个股的周

涨幅超过了20％。 相反，仅有人

人乐、茂业物流和宏图高科三只

个股逆势下跌。

实际上，自8月6日企稳之后，

商业贸易行业就连续攀升， 京东

与永辉超市、 阿里和苏宁云商的

战略合作成为行情爆发的导火

索， 上述两项重大事项不仅使得

直接参与的个股赢得资金追捧，

而且还引发了相关电子商务概

念、O2O概念、 移动支付概念等

板块的大幅上涨。而区域振兴、国

企改革和举牌频现等也进一步提

升了资金对板块的关注度。此外，

行业标的频繁遭遇举牌也引发了

物业重估主题性投资机会。

机构分析认为， 上述频繁的

资本动作使得行业内优质标的迎

来价值重组机遇。中信证券认为，

零售行业O2O融合进入高峰期，

卡位线下壁垒资源的实体企业价

值有望重估；同时，近期中央国企

改革方案出台带动商企改革预期

升温。海通证券也指出，随着苏宁

和永辉渠道价值均得到电商龙头

的实质性认可， 零售业价值重估

的时代已经到来。（张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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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收盘价

(复权方

式)不复

权(元)

300450.SZ

先导股份

188.00

603600.SH

永艺股份

128.03

603018.SH

设计股份

91.51

002592.SZ

八菱科技

87.30

002762.SZ

金发拉比

87.00

300489.SZ

中飞股份

86.15

000963.SZ

华东医药

80.81

002773.SZ

康弘药业

73.99

300282.SZ

汇冠股份

62.66

300483.SZ

沃施股份

56.78

600816.SH

安信信托

53.44

002464.SZ

金利科技

50.00

002761.SZ

多喜爱

49.19

603066.SH

音飞储存

48.64

603616.SH

韩建河山

48.59

300477.SZ

合纵科技

47.50

002767.SZ

先锋电子

47.41

000025.SZ

特力

A 47.40

300420.SZ

五洋科技

43.98

002760.SZ

凤形股份

42.00

002765.SZ

蓝黛传动

37.51

000038.SZ

深大通

35.98

000526.SZ

银润投资

35.92

600876.SH

洛阳玻璃

35.83

300475.SZ

聚隆科技

35.02

600136.SH

道博股份

32.44

002669.SZ

康达新材

28.40

002020.SZ

京新药业

27.49

002644.SZ

佛慈制药

24.82

601718.SH

际华集团

23.60

601368.SH

绿城水务

23.47

所属概念板块

工业

4.0;

高送转概念

;

次新股

;

小盘绩优

;

超涨

;

预增

;

高送转

小盘绩优

;

超涨

国家队

;

小盘绩优

;

超涨

文化传媒概念

(Wind);

员工持股

;

质押式回购

;

超涨

;

预增

次新股

;

小盘绩优

;

超涨

;

高送转

国家队

;

小盘绩优

;

超涨

融资融券标的

;

超涨

;

预增

次新股

;

超涨

;

预增

触摸屏

;

移动互联网

;

在线教育

;

高送转概念

;

质押式回购

;

超涨

;

高送转

次新股

;

小盘绩优

;

超涨

重组

;

高送转概念

;

融资融券标的

;

超涨

;

预增

;

高送转

外资并购

(

国际板

);

苹果

;

电子商务

;

超涨

次新股

;

国家队

;

小盘绩优

;

超涨

次新股

;

小盘绩优

;

超涨

次新股

;

小盘绩优

;

超涨

;

预减

智能电网

;

次新股

;

小盘绩优

;

超涨

次新股

;

小盘绩优

;

超涨

含

B

股的

A

股

;

超涨

;

预增

;

预减

小盘绩优

;

超涨

;

并购阶段

(

需定增

)

次新股

;

超涨

次新股

;

超涨

借壳上市

;

文化传媒概念

(Wind);

超涨

;

并购阶段

(

需定增

)

重组

;

超涨

;

并购阶段

(

需定增

)

央企

;

国资改革

;

含

H

股的

A

股

;

超涨

;

并购阶段

(

需定增

)

次新股

;

超涨

文化传媒概念

(Wind);

体育

;

超涨

;

并购阶段

(

需定增

)

新材料

;

超涨

;

预增

超涨

;

预增

;

并购阶段

(

需定增

)

高送转概念

;

国家队

;

超涨

;

高送转

央企

;

国资改革

;

军民融合

;

融资融券标的

;

超涨

;

预增

污水处理

;

次新股

;

超涨

行业

机械设备

轻工制造

建筑装饰

汽车

纺织服装

有色金属

医药生物

医药生物

电子

机械设备

非银金融

化工

纺织服装

交通运输

建筑材料

电气设备

电气设备

汽车

机械设备

机械设备

汽车

房地产

房地产

建筑材料

家用电器

综合

化工

医药生物

医药生物

纺织服装

公用事业

业绩预告

类型(报

告期)

2015中

报

预增

预增

略增

略减

预增

预增

扭亏

续盈

预增

首亏

略减

略增

预减

略增

略减

预增

略减

续盈

略增

续亏

扭亏

略减

扭亏

预增

预增

略增

预增

略增


